
 

 

 

 

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      
「無花果樹下」(若1:48)  

 
 

   

揭開聖經 

七⼗三⼩時     

 『上主記憶起自
己的神聖盟約。
』(路1:72)  



 

 

 

 

日期： 2018 年 3 月 20日 
題目： 基督進入世界 (瑪一18-23) 
       ~~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~~ 
      上主記憶起自己神聖盟約 
      （課程主題） 
 
講者： 林康政先生 
      
     『主日聖言誦讀』 
         作者 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林康政(香港教友) 
教理講授與培育導師 (1987年~） 
度在俗獻身的平信徒(2012年~) 

 

   7年於日本隱修的 

『聖言誦讀』 體驗 

 ~入教後的教理講授 



  

 

 

 

 

今天聖經牧民的做法:啟示憲章#25  

以天主教的讀經法 

    ~~聖言誦讀~~ 

 

 

 

 

 要記住！祈禱當伴隨
著聖經閱讀，為形成
天主與人之間的交談
，因為「當我們祈禱
時，我們向祂說話；
當我們閱讀天主聖言
時，我們聽祂講話」
。 



  

 

 

 

 

 
     

此乃瑪利亞的靈修:默存心中，反覆思想 

『默想』: 
智者光照下去思想 

『默觀』: 

恩寵氛圍下去看見 

『看見天主』 
始自聖本篤隱修傳統: 
ORA ET LABORA 

＂上主的話＂勸諭 

  加入行動 
 



 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    

 

 

 

 

今天聖言誦讀的聖經牧民法: 
以經解經 + 教理默想光照/講解 
聖經既由聖神寫成，就該遵照同一的聖神去
閱讀去領悟。為正確地去探討聖經原文的意
義，尚須勤加注意全部聖經的內容及統一性
，顧及整個教會生活的傳授，並與信德相比
照。釋經者的職務是遵守這些規則，努力更
徹底地去瞭解聖經的意義；幾乎經過這樣的
研究，教會的審斷才臻於成熟。因此這一切
關於解釋聖經的原則，最後當置於教會的定
斷之下，因為教會擔任保管及解釋天主言語
的使命與天職。 



 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    

 

 

 

 

因此，聖傳與聖經彼此緊緊相連並相通，因
為二者都由同一神泉流出，好似匯成一道江
河，朝著同一目標流去。聖經是天主的話，
受聖神默感而寫成：而聖傳則把主基督及聖
神託付給宗徒們的天主聖言，完全傳授給他
們的繼承者......宗徒們所傳授的，包括為
善度天主子民的生活，及為增加信德有益的
一切。如此，教會藉自己的道理、生活及敬
禮，把其自身所是，及其所信的一切永垂於
世，並傳遞於萬古千秋。(啟示憲章#8-9) 
 
 





聖言誦讀聚會 

祈求聖神光照 

誦誯：聖神，請你降臨，充滿你

信徒的心，在我們心內，燃起你

的愛火，LA LA LA LA。 

  



I.閱讀(LECTIO)：瑪一18-23 
18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：他的母親瑪利亞
許配於若瑟後，在同居前，她因聖神有孕的事
已顯示出來。 
19她的丈夫若瑟，因是義人，不願公開羞辱她，
有意暗暗地休退她。 
20當他在思慮這事時，看，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
現給他說：「達味之子若瑟，不要怕娶你的妻
子瑪利亞，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，是出於聖神。 
21她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，因為
他要把自己的民族，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
來。」 



 

22這一切事的發生，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
說的話： 
23「看，一位貞女，將懷孕生子，人將稱他
的名字為厄瑪奴耳，意思是：天主與我們
同在。 
= 回應主題----耶穌基督進入世界 
 (教理#430、436) 
1.耶穌按希伯來語解說：「天主拯救」 
......「只有天主才能夠赦免罪惡」  
2.基督一詞來自希伯來語「默西亞」的希
臘譯文，解作「受傅者」......耶穌完全
實現了這詞所表達的神聖使命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請記下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～～ 
反思:在基督內新而永久的盟約意義  
(天主教教理#762、781) 
#762 聚集天主子民的遠程預備是由亞巴郎的蒙
召開始，天主許下他要成 為「一個大民族」的
父親(創 12:2)。而近程預備則由選擇以色列為
天 主的子民開始。藉著以民的被選，她將成為
各民族未來合一的標記。 然而先知們──早就
控訴以色列毀了盟約及變得好像一個娼妓。他 
們預告將有一個新而永久的盟約。而「基督就
建立了這個新的盟約」 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 
#781 「在各時代各民族中，凡是敬畏天主、履
行正義的人，都是天主所 悅納的。可是天主不
願人們彼此毫無聯繫，個別地得到聖化和拯救， 
而要他們組成一個民族，真實地認識祂，聖善
地事奉祂。因此，祂 為自己選擇了以色列民族，
與他們訂立盟約，並逐步地培育它…… 但這一
切都是為了準備及預示要在基督身上完成的那
新而永久的盟 約……就是以祂自己的血所立的
新約，從猶太人和其他民族號召人 民，使他們
不是因血肉、而是因聖神組成一個天主的子
民」 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 
1. 依七14-16  
    
14因此，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：看，有位
貞女要懷孕生子，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。 
15到他知道棄惡擇善的時候，要吃乳酪和蜂蜜； 
16因為在這孩子尚未知道棄惡擇善以前，你在那
兩個君王面前所擔心的國土，必將荒廢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 
反思:相信上主的許諾終要實現  
 
教理#497  
福音的敘述認為貞女懷孕是件屬神的工作，超
越任何理智和人類的能力，天使對若瑟這樣說：
「那在她內受生的，是出於聖神」(瑪 1:20)， 
這是指他的未婚妻瑪利亞。教會在這事上，看
到了天主藉先知依撒意亞的口所作的許諾獲得
實現：「看，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」 
 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 
2. 希十5-10  
    
5為此，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：『犧牲與素祭，
已非你所要，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； 
6全燔祭和贖罪祭，已非你所喜， 
7於是我說：看，我已來到！關於我，書卷上已
有記載：天主！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。』 
8前邊說：『祭物和素祭，全燔祭和贖罪祭，已
非你所要，已非你所喜；』這一切都是按照法
律所奉獻的；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 
2. 希十5-10  
    
9後邊他說：『看，我已來到，為承行你的旨
意；』由此可見，他廢除了那先前的，為要成
立那以後的。 
10我們就是因這旨意，藉耶穌基督的身體，一次
而為永遠的祭獻，得到了聖化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基督進入世界的意義 
 
教理#606   
天主子「從天降下，不是為執行祂的旨意，而
是為執行派遣祂來者的旨意」(若 6:38)，「基
督一進入世界便說：……看，我已來到……天 
主，我來為承行祢的旨意……我們就是因這旨
意，藉耶穌基督的身 體，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，
得到了聖化」(希 10:5‐10)。聖子在降生之 初，
就把天主的救恩計畫納入自己的救贖使命中：
「我的食物就是承 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，完成
祂的工程」  (若 4:34)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基督進入世界的意義  
 
耶穌為「全世界的罪」(若一 2:2)而作的贖罪
祭，是祂跟聖父共融之愛的表現：「父愛 我，
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」(若 10:17)，並且「為
叫世界知道我愛父， 父怎樣命令我，我就照樣
去行」(若 14:31)。( 
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 
3. 詠四十18  
    
18我雖然卑微貧苦，我主卻對我眷顧；你是我的
助佑，我的救援，我的天主，求你不要遲延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上主在基督內造生世界，並在歷史中不
   斷施予眷顧之意義 
教理#303  
聖經的証據是一致的：天主的眷顧是具體和直
接的關懷，祂關心一切，由最細微的事以至世
界和歷史的大事。聖經極力強調天主對事件 演
變的絕對主權：「我們的天主在天上居住，祂
創造了所喜愛的萬物」   (詠 115:3)；又談及
基督說：「祂開了，無人能關；祂關了，無人
能開」 (默 3:7)；「人在心中盡可策畫多端，
實現的卻是上主的計畫」(箴 19:21)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上主在基督內造生世界，並在歷史中不
   斷施予眷顧之意義 
 
教理#304.   
我們可以發現，聖經的主要作者──聖神，多
次把一些行為歸於天主，而不提及第二因。這
並非一種原始的「說法」，而是一種深入的方
式，來提醒人有關天主的至高權威，和祂對歷
史和世界的絕對主權，從而教導我們對 祂的信
賴。聖詠的祈禱，就是教導這種信賴的偉大學
校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4. 路一26-56   
26到了第六個月，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，往
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， 
27到一位童貞女那裡，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
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，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
亞。 
28天使進去向她說：「萬福！充滿恩寵者，上主
與你同在！」【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。】 
29她卻因這話驚惶不安，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
麼意思。 
30天使對她說：「瑪利亞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你在
天主前獲得了寵幸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4. 路一26-56   
31看，你將懷孕生子，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。 
32他將是偉大的，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，上主
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。 
33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，直到永遠；他的王權
沒有終結。」 
34瑪利亞便向天使說：「這事怎能成就？因為我
不認識男人。」 
35天使答覆她說：「聖神要臨於你，至高者的能
力要庇廕你，因此，那要誕生的聖者，將稱為
天主的兒子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4. 路一26-56   
36且看，你的親戚依撒伯爾，她雖在老年，卻懷了
男胎，本月已六個月了，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， 
37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。」 
38瑪利亞說：「看！上主的婢女，願照你的話成就
於我罷！」天使便離開她去了。 
39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，急速往山區去，到了猶
大的一座城。 
40她進了匝加利亞的家，就給依撒伯爾請安。 
41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，胎兒就在她的腹中
歡躍。依撒伯爾遂充滿了聖神，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4. 路一26-56   
42大聲呼喊說：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
胎兒也是蒙祝福的。 
43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，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？ 
44看，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，胎兒就在我腹中
歡喜踴躍。 
45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，是有福
的。」 
46瑪利亞遂說：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 
47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，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4. 路一26-56   
48因為他垂顧了她婢女的卑微，今後萬世萬代都
要稱我有福； 
49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聖的， 
50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，賜與敬畏他的人。 
51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，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
人。 
52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，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
人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4. 路一26-56   
53他曾使饑餓者飽饗美物，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
去。 
54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
列， 
55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，施恩於亞
巴郎和他的子孫，直到永遠。」 
56瑪利亞同依撒伯爾住了三個月左右，就回本家
去了。 
~~ 匝加利亞讚主曲: 
    “上主記憶起自己的神聖盟約” 
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上主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要求人以 

•信 德，與祂結盟  
 
教理#2571 
亞巴郎信仰天主，在祂面前行走，與祂結盟，
而準備妥當在他的帳棚裡款待神秘的客人，這
就是令人驚歎的瑪默勒橡樹下的好客表現，是
日後天使報喜，許諾真天主子誕生的前奏。從
此以後，天主 將其計畫託付給亞巴郎，亞巴郎
感受到上主對罪人的惻隱之心，而敢滿懷信心
地，大膽為罪人代禱。  
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5. 若一1-18    
1在起初已有聖言，聖言與天主同在，聖言就是
天主。 
2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。 
3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；凡受造的，沒有一樣
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 
4在他內有生命，這生命是人的光。 
5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決不能勝過他。 
6曾有一人，是由天主派遣來的，名叫若翰。 
7這人來，是為作證，為給光作證，為使眾人藉
他而信。 
8他不是那光，祇是為給那光作證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5. 若一1-18    
9那普照每人的真光，正在進入這世界； 
10他已在世界上，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；但世界
卻不認識他。 
11他來到了自己的領域，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。 
12但是，凡接受他的，他給他們，即給那些信他
的名字的人權能，好成為天主的子女。 
13他們不是由血氣，也不是由肉慾，也不是由男
慾，而是由天主生的。 



5. 若一1-18    
14於是，聖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們中間；我們
見了他的光榮，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，滿溢恩
寵和真理。 
15若翰為他作證呼喊說：「這就是我所說的：那
在我以後來的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原先我
而有。」 
16從他的滿盈中，我們都領受了恩寵，而且恩寵
上加恩寵。 
17因為法律是藉梅瑟傳授的，恩寵和真理卻是由
耶穌基督而來的。 
18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，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
者，身為天主的，他給我們詳述了。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基督進入世界的意義~~ 
      以真光照亮人間，以恩寵滋養生命 
   
教理#1996 
我們的成義來自天主的恩寵。恩寵是天主的恩
惠，無條件地賜予的助佑，為了使我們回應祂
的召喚：成為天主的子女、義子、有分於 天主
的性體和永生。     



II.默想 (MEDITATIO)： 
反思:基督進入世界的意義~~ 
      以真光照亮人間，以恩寵滋養生命 
   
教理#1997 
恩寵是分享天主的生命，引領我們進入聖三生
活的內心：藉著聖洗， 基督徒分享基督──祂
身體的頭──的恩寵。身為「義子」，他從此 
就能夠結合於天主的獨生子，稱天主為「父」。
他領受聖神的生命， 聖神給他注入愛德，聖神
也形成教會。    



III.祈禱 (ORATIO)： 
IV. 默觀(CONTEMPLATIO) 
~~ 牧民活動： 
可以文字、符號及圖示，記錄今天聖言誦讀 
瑪一18-23的訊息，分組進行 
日期 
 
字句 
 
訊息 



III.祈禱 (ORATIO)： 
IV. 默觀(CONTEMPLATIO) 
~~ 牧民活動： 
行動  
＃你如何在個人成長、人際關係、家庭生活、
職場使命、社會責任方面，來承行上主的旨意，
契結在基督內與主的盟約？ 
 
＃在軟弱、困難和無助中祈求上主眷顧，相信
天主愛情的計劃必要實現。 
 
備註 
～～個人／團體禱詞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







『主日聖言誦讀』FB專頁 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lectiodivina.sunday/ 

推介:『福音新傳與教理講授』FB群組  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oups/catechesis/ 



網上支援，電郵，默想資料 
試讀本： 

https://issuu.com/wisdompress/docs/
9789866036217 

現在台北輔神禮儀中心網頁上, 有 

聖言誦讀專欄，配合本書的應用：
http://www.catholic.org.tw/theology
/public/liyi/topics/sacrament/chant/
discuss/discuss.html 



I. 配合讀經的步驟 
穿插四個步驟—————本書四個部份 
1. 誦讀(選句子，讀三篇)—>經文摘要 
 
2. 默想20分鐘 —>  教理回應 
 (聆聽主話， （條號——智者啟導 
  教理光照）   綜合——聖神回應） 
 
3.  祈禱 —>   由開始，默想至結束 
 
4.   默觀 —>  要理重溫 
       + 訊息與行動：寫週記 








